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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动体育
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
要作用。9月11日，2019重庆市体
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万盛隆
重召开。市体育局副局长杨贵山
介绍，通过这次大会，市体育局以
实际行动认真贯彻落实《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促进体育“1+5+1”行
动计划实施，推动全市体育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推动全市体育和旅游
深入融合发展，加快创建体育强市
新征程。

据介绍，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区县负责人、国体认证企业和体育
旅游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共计300多
人将齐聚万盛，共商重庆体育旅游
产业发展大计，推介体育新产品新
技术。

体旅融合快速发展

据初步统计，2018年，重庆市
体育产业总规模达423.99亿元，比
2017年增长16.9%，实现了总规模
五年翻一番，占同期重庆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达0.91%；同年，重庆市接
待境内外游客59723.71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4344.15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0.13%和31.32%。

从这个成绩表看，我市体旅融
合总体在快速发展，但离《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还有一定差距。杨贵
山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到2035年，体育产业要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专家测算预计，
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达到
4%左右，才能成为支柱性产业。
而 重 庆 目 前 只 占 GDP 总 量 的
0.91%，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未来
的发展过程中，全市体育产业要努
力“搭平台、定政策、创环境、促融
合”，努力发挥重庆的山水资源，利
用好自然禀赋，促进体育“1+5+1”
行动计划实施，才能实现弯道超
车，快速发展。

“三个一批”打造体旅精品

前不久，市体育局、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评选出了全
市首批体育旅游综合体、体育旅游

精品赛事、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将
在本次大会公开命名。据介绍，这
是重庆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评选，是
促进体旅融合发展的尝试和重要
举措，也是重庆创建全国体育旅游
示范区的重要抓手。

据介绍，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南天湖国际滑雪场等8个综
合体，重庆国际马拉松赛、中国·重
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
战赛等16个赛事，金佛山大环线、
长寿湖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等10条
线路，分别被命名为全市体育旅游
综合体、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

杨贵山介绍，评选命名只是第
一步，实实在在地发展才是根本。
市体育局将按照《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的精神，对命名单位给予政策支
持，推动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体
育全产业链条，促进体育与相关行
业融合发展，让这个评选命名真正
产生效益，功能放大，并长期不懈的
坚持下去，产生示范效应。

智慧体育大有可为

大会期间，重庆有线电视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与万盛经开区体育
局共同开发建设的“爱盛行智慧体
育大数据平台”将正式上线。

该平台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定位于智慧城市管理和全民健
身服务，赋能体育产业发展，以电
视端和移动端为载体，形成多屏合
一的全民健身宣传和科技运动体
验平台。

据介绍，市体育局发布实施
体育“1+5+1”行动计划。其中，
第三个“1”就是智慧体育政务惠
民平台建设行动计划。《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进全
民健身智慧化发展。运用物联
网、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促进体
育场馆活动预订、赛事信息发布、
经营服务统计等整合应用。

智慧体育怎么建？从服务的
需求看，它应该有这些功能。杨贵
山举例:首先，我市可以通过这个
平台方便的进行场馆预订，距离自
己1公里或者3公里、5公里以内有
哪些场馆？能不能预订？怎么预
订？其次，还可以查看近期有没有
自己感兴趣的赛事？能不能报名，
有没有优惠？再次，对于赛事的组
织者、管理者来说，也能通过这个平

台，方便的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评
估。力争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形成
全市的体育资源统一调度中心，建
成体育数据库，为市民提供科学服
务。

房车露营渐成风尚

近年来，在全民健身、全域旅游
发展背景下，汽车营地成为了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传统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

万盛抓住中国露营地产业发
展的黄金发展风口来临的机遇，
在板辽金沙滩大力发展房车露营
基地。璧山积极探索房车研发、
制造、销售，互联网租赁，露营地
建设运营，努力成为中国房车领
军者。

随着大众旅游新时代到来，房
车露营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并
成为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抓
手。据中国房车租赁协会统计，到
2025年，全国房车销售、租赁到露
营地消费这一个闭环产业内，产业
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杨
贵山介绍，我市要努力将房车租

赁、营地营运、景区票务、信息咨询
等进行整合，形成互联互通、共享
共建、智慧高效的信息化运用体
系。同时不断努力丰富营地体育
主题项目，组织开展营地主题活
动，不断提升营地服务质量，努力
打造房车全产业链，促进体育消费
升级。

国体认证新技术
新产品首次在渝推介

大会期间，2019国体认证新技
术新产品首次在重庆召开推介会，
一批体育新产品新技术将在大会
上予以推介。

据介绍，推介会将发布包括合
成材料、笼式运动器材、体质监测、
室外健身器材等新技术新产品。
推介会为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发
展、促进大众健身智能化、打造体
育器材产业链提供一个良好的互
动交流平台，有利于加快推动重庆
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9月11日，一年一度的重庆
市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即将
再次召开，连续做了三次承办方
的万盛也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
关注。作为中国西部地区面积
最大、渝南黔北地区唯一的经
济技术开发区，从资源枯竭城
市到国家资源型城市旅游转型
发展试点区，万盛以探索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作为地区转型发
展的重要抓手，推动文、体、旅
深度融合，实现城区华丽变身，
一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万
盛全新归来。

顺势而为
体育旅游激发城市活力

2014年10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全民健身
首次被列入国家战略。正迫切
面临转型的万盛迎来了发展的
契机，把探索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万盛实践作为推进地区转型发
展的重要抓手，把体育产业作为
地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培育打
造，充分释放全民健身的社会功
能、经济功能、民生功能，打造

“运动之城 活力万盛”新名片，
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的标志性事业。

丰富的旅游资源，给体育带
来了无限的畅想。以品牌景区
为核心，建设体育旅游综合体，
丰富体育旅游产品，打造体育旅
游精品线路，万盛打出了一套完
美的组合拳。陆续打造黑山谷
国际青年户外运动中心、万盛石
林国际定向运动基地、奥陶纪极
限运动基地、板辽金沙滩水上运
动中心、板辽湖房车露营基地、
南天门冰雪运动中心、丛林蘑菇

总动员亲子户外运动基地、凉
风·梦乡渔村国际垂钓中心等一
批体育旅游景区景点，以点带面
构建万盛全域旅游新格局。万
盛体育旅游综合收入从2014年
的 42.6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45.9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

同时，依托景区资源优势，
大力培育品牌赛事。陆续打造
中国·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
羽毛球挑战赛、“万盛石林杯”全
国定向锦标赛、中国·重庆万盛
青山湖国际跑步节暨CCTV体
坛风云人物公益跑、重庆·万盛
石林拳力联盟WBO争霸赛、关
坝凉风·梦乡渔村国际钓鱼比赛
等赛事活动。其中，中国·重庆
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
战赛先后被评为全国和全市的
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以品牌赛事为引领，激发全
民健身热情。2015年以来，万
盛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从45.2%增加至59.4%，国
民体质测试合格率达到94.4%，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到2.4平
方米，率先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提出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达到45%以上，城乡居民达到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
人数比例超过92%”的目标。

造势而起
智慧体育打破传统理念

智慧引领体育，科技促进健
康。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体
育+互联网/物联网又能碰撞出
什么火花？

经过一年打磨，由重庆有线
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万盛经
开区体育局共同开发建设的“爱
盛行”智慧体育大数据平台日前
正式上线。对市民而言，运动健
身更智能了，更时尚了。手机“扫
一扫”，就可以连通智能健身器
材、体质监测设备，实现健康数据
在手；手机“动一动”，就可以实现
场馆预定，全程体育运动智能化。

“智慧体育大数据平台将为
个人提供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
定制服务，运用人工智能助力运
动健康，让全民健身更亲民、更
便利、更普及。”万盛经开区体育
局局长江玉忠说。

敢于尝试，敢于创新，万盛
从决定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那
一刻起便已做好了准备。2015

年5月，万盛实施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正式启动，把发展全民健
身、体育产业作为“一把手”工
程，创新体制机制，构建起“1+
1+1+6”的工作格局，统筹推进
实施。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为
主任的全民健身委员会，负责总
体设计、决策部署；成立了由管
委会主任为组长的体育产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体育
产业加快发展；建立起一套“政
府主导、部门协作、市场主体”的
工作机制，把体育产业融入全区
经济社会整体统筹发展。

经过不懈的努力，目前万盛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到3.5%，高于全国、全市平均水
平。在今年4月的2019“全球活
力城市”中国方案研讨会活动
上，国际群体协会主席张周镐对
万盛取得的成绩予以了充分的
肯定，并倡议全球各地尤其是亚
洲地区，因地制宜地参考、借鉴
重庆万盛的经验和做法。

乘势而上
房车营地树立行业标杆

蓝天白云，金色沙滩，8月

23日，万盛板辽湖房车露营基地
（一期）正式对外开放，让不少自
驾游爱好者体验了一把家在户
外的“野趣”。

近年来，在全民健身、全域
旅游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汽车
营地成为了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的重要载体。2017年，国家体
育总局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
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提
出：“支持自驾车房车营地的建
设和运营项目”。2018年，《重
庆市体育产业加快发展行动计
划（2018-2022年）》发布，鼓励
有条件的区县发展户外营地，建
设房车露营基地。

以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内
陆沙滩——板辽金沙滩为核心，
打造具备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
的营地服务综合体，板辽湖房车
露营基地的目标定位清晰明了。

目前，板辽湖房车露营基地
（一期）拥有14辆拖挂式房车、5
辆帐篷特色酒店和10处自驾房
车营位。市民在此不仅可以享
受亲近大自然的乐趣，还能体验
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环湖自行
车带来的运动快乐。根据二期
规划，板辽湖房车露营基地将进
一步加大投放房车、帐篷、营位
的数量，并增加更多的大众休闲
运动项目，如迷你高尔夫、户外
攀岩、森林探险等。

日前，《万盛经开区全民运动
健身模范区总体规划》已编制完
成。下一步，万盛将进一步加快创
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全国
体育旅游示范城市，打响“运动之
城 活力万盛”的城市新名片。

万盛 创新发展体育产业 助力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学习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加快创建体育强市新征程

重庆体育旅游产业谱写新篇章

2019年
重庆市体育旅游综合体

（8个）

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梦幻奥陶纪景区

南天湖国际滑雪场

重庆际华园极限体育小镇

黑山谷·万盛石林景区

长寿湖体育旅游综合体

华熙LIVE·鱼洞

玄天湖旅游度假区

2019年
重庆市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16个）

重庆国际马拉松赛

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

（重庆·武隆）

中国·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

中华龙舟大赛（重庆·合川站）

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

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赛

长寿湖铁人三项赛

中国重庆开州汉丰湖国际摩托艇公开赛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

中国·奉节“三峡之巅”国际自行车极限

挑战赛

中国·重庆WBC/WBO世界职业拳王

争霸赛

老瀛山国际越野挑战赛

江津四面山生态五项国际挑战赛

重庆市全民健身日黄水太阳湖公开水域

游泳比赛

中国跑客节

2019年
重庆市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10条）

金佛山大环线

长寿湖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南滨路

荣昌区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穿越北纬28°

黔江最美山马赛道旅游线路

歌乐山国际慢城体育旅游线路

铁山坪森林公园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巴滨路都市健康乐活之旅

百里竹海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刘邦云 陈亚莉 万波娅
本组图片由重庆市体育局提供

刘邦云 万波娅 向英
本组图片由万盛经开区体育局提供

中国·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总决赛

2018中国冰壶公开赛在华熙LIVE·鱼洞举行

“爱盛行”智慧体育大数据平台

板辽湖房车露营基地

金佛山户外运动飞拉达体验项目


